107學年度喜閱網推薦書單
顏色

建議年級

流水編號

書名

10701 白1 我爸爸
10702 白2 分享
白

黑

一上

一下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023253&Lflag=1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667008

親子天下

2010/11/2 9789862412213

台灣東方

2014/6/1 9789863380368

三之三

2015/10/1 9789865664183

小魯文化

2016/4/1 9789862116159

信誼基金

2016/1/1 9789576428289

阿布拉

2017/9/15 9789865876395

大穎文化

2017/3/10 9789869425018

2017/7/14 9789577626134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14922

10706 黑1 愛吃青菜的鱷魚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220890

10707 黑2 我可以加入你的俱樂部嗎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66135

10708 黑3 第一次自己搭公車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61702

10709 黑4 小阿力的大學校(二版)

本館無此館藏

作者：羅倫斯.安荷特
繪者：凱瑟琳‧安荷特
譯者：郭玉芬, 萬砡君

上誼文化

10709 黑4 小阿力的大學校(初版)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31788

作者：羅倫斯.安荷特
繪者：凱瑟琳‧安荷特
譯者：郭玉芬, 萬砡君

上誼文化

10710 黑5 胖先生和高大個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84982

作者：賴馬, 楊麗玲
繪者：賴馬, 楊麗玲
作者：角野榮子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25751 繪者：市川里美
譯者：米雅
作者：竹下文子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49483 繪者：鈴木守
譯者：黃惠綺

10713 紅3 什麼都害怕的波特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16428

10714 紅4 聽不見的聲音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66538

10715 紅5 壹圓銅板流浪記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21855

10716 橙1 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06042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022266

二下

10719 橙4 一個愛建築的男孩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50004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74996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197383

10720 橙5 一顆海龜蛋的神奇旅程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66947

10721 黃1 輪椅是我的腳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2084

10722 黃2 長頸鹿的信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48749

10723 黃3 大熊醫生粉絲團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60700

10724 黃4 動物奧運會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485044

10725 黃5 愛吃糖的皇帝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340529

10726 綠1 蝌蚪的諾言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608511

10727 綠2 不圓滿的貢丸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72122

三上

三下 10728 綠3 用點心學校8：包在我身上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59976

10729 綠4

色彩之王馬諦斯：亨利.馬諦斯的故事 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77096

10730 綠5

小熊寬寬與魔法提琴3：文字塔大闖關 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60536

10731 藍1 神奇樹屋38：瘋狂天才達文西

藍

2001/7/13 9577454569

10705 白5 牙齒掉了

10718 橙3 爺爺的天堂島

綠

格林文化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06926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28104

黃

出版年月 ISBN

10704 白4 我們來洗手

10717 橙2 圖書館獅子
橙

出版社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354355

10712 紅2 垃圾車辛苦了
二上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73575&Lflag=1

作者/繪者/譯者
作者：安東尼布朗
譯者：黃鈺瑜
作者：安喜亞．賽門絲
繪者：喬治雅．博琪
作者/繪者：工藤紀子
譯者：蘇懿禎
作者/繪者：東尼.羅斯
譯者：林清雲
作者：中川宏貴
繪者：大島妙子
譯者：周姚萍
作者：湯姆牛
繪者：湯姆牛
作者：約翰．凱利
繪者：史蒂芬．拉伯利斯
譯者：黃又青
作者：南康瀚
譯者：徐鳳擎

10703 白3 野貓軍團烤麵包

10711 紅1 爺爺的肉丸子湯

紅

本館館藏網址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61712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257010

四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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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

9577621066

親子天下

2017/6/28 9789869443326

台灣東方

2006/11/1 9575708326

台灣東方

2017/1/1 9789863381532

作者/繪者：妮可．徳寇可
即時文化
譯者：湯培芝

2017/10/20 4715443040099

作者：皮耶‧高翰
繪者：梅蘭尼‧佛羅瑞安 台灣東方
譯者：陳怡潔
作者：林哲璋
信誼基金
繪者：崔麗君

2015/5/1 9789863380610

2016/7/1 9789861615431

作者/繪者：奧利佛‧傑法
三民
譯者：柯倩華

2015/7/20 9789571460239

作者：蜜雪兒‧努森
繪者：凱文‧霍克斯
譯者：周逸芬

和英

2017/11/1 9789869522632

采實文化

2016/11/3 9789869354998

三之三

2009/10/1 9789867295583

遠流

2017/9/28 9789573280590

台灣東方

2004/11/30 9575707753

作者：班傑‧戴維斯
譯者：李貞慧
作者：安德麗雅．碧蒂
繪者：大衛．羅柏茲
作者：鈴木守
譯者：陳采瑛
作者：法蘭茲－約瑟夫‧
豪尼格
譯者：林倩葦
作者：岩佐惠
繪者：高畠純
譯者：小路
作者：劉思源
繪者：嚴凱信
作者/繪者：文鍾勳
譯者：林玗潔
作者：黃春明
繪者：黃春明
作者：珍妮．威利斯
繪者：湯尼．羅斯
譯者：郭恩惠
作者：林慧文 、 王儷靜
繪者：孫心瑜
作者：林哲璋
繪者：林哲璋
作者/繪者：羅倫斯．安荷
特
譯者：柯倩華
作者： 陳沛慈
繪者：森本美術文化
作者：瑪麗．波．奧斯本
繪者：吳健豐

台灣東方

2008/8/8 9789575709136

親子天下

2016/12/6 9789869391849

小魯文化

2015/5/1 9789862115244

聯合文學

2011/3/25 9789575229252

玉山社

2016/7/8 9789862941324

女書文化

2016/10/30 9789869298438

小天下

2017/2/7 9789864791422

維京

2010/1/1 9789866310034

親子天下

2016/10/4 9789869366816

小天下

2009/6/30 9789862162781

顏色

藍

靛

紫

銅

建議年級

流水編號

書名

本館館藏網址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48304

10751 銀1 少年小樹之歌
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264993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227988

銀

六上

作者：高隨有
譯者：金俊永
作者：艾琳‧杭特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40738
譯者：高子梅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80405 作者：愛詩美．寇戴爾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662397 譯者：郭筱云
作者：張文亮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61689
繪者：顏寧儀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32902 作者：艾蓮諾．艾斯提斯
繪者：路易斯．斯洛巴德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164527 金
譯者：謝維玲
作者：陳郁如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23506
繪者：蔡兆倫
作者：子魚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61045
繪者：Lynette Lin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265996 作者：沈石溪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162226 繪者：李如青
作者：奈特莉．芭比特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76562 繪者：徐素霞
譯者：趙永芬

出版年月 ISBN

康軒

2009/6/29 9789861516639

小天下

2014/9/23 9789863205562

青林

2012/1/3 9789862740552

三民

2017/2/10 9789571462707

小魯文化

2017/5/1 9789862117002

國語日報

2013/5/24 9789577516909

親子天下

2008/4/2 9789866759673

九歌

2001/7/1 9575607953

東雨文化

2013/10/29 9789865995492

親子天下

2011/8/16 9789862413937

親子天下

2014/1/24 9789862418291

小魯文化

2016/12/10 9789862116692

親子天下

2015/11/4 9789869226103

遠流

2016/3/30 9789573277965

台灣東方

2016/8/1 9789863381358

小麥田

2017/9/30 9789869352673

四也出版

2017/2/10 9789866039867

臺灣麥克

2015/7/1 9789862036372

小天下

2016/10/7 9789864790876

小知堂

2000/1/20 9570349506

聽20位數學家說故事-站在偉人的肩上看世界 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610708

台灣東方

2017/9/26 9789864754663

10753 銀3

貓戰士五部曲部族誕生之一：太陽之路

晨星

2016/9/1 9789864431670

新苗

2009/12/5 9789574514328

親子天下

2017/3/6 9789869443319

維京

2007/10/1 9789867428745

親子天下

2016/6/3 9789869319249

巴巴文化

2016/8/3 9789869300728

國語日報

2012/1/16 9789577516305

小魯文化

2016/3/1 9789862114339

10755 銀5

改變世界的好設計01 用心點亮世界：影響人類百年文明的視障者

10756 金1 一百件洋裝

10757 金2 詩魂：仙靈傳奇1
六下

作者：佛瑞斯特‧卡特
譯者：姚宏昌

出版社

10752 銀2

10754 銀4 非凡女孩撒哈拉

金

作者/繪者/譯者

作者：詹瑞璟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58420
10732 藍2 翻滾吧!筊兄弟
繪者：嚴凱信
四上
作者：劉思源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482499
10733 藍3 狐說八道2-小心假猩猩
繪者：九子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170847 作者：朱秀芳
10734 藍4 走，去迪化街買年貨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328156 繪者：陳麗雅
10735 藍5 法布爾：荒地上的昆蟲詩人 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76006 作者： 詹文維, 吳楚璿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247697 作者：哲也
10736 靛1 童話莊子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298708 繪者：徐萃, 姬炤華
作者：王淑芬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214617
10737 靛2 不乖童話
繪者：賴馬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47210 作者：阿思緹．林格倫
四下 10738 靛3 長襪皮皮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253835 繪者：英格麗．凡．奈曼
作者：鄭宗弦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67368
10739 靛4 媽祖回娘家
繪者：陳祥元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360075 作者：李美愛
生動科學童話4：水滴精靈變身記
10740 靛5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423091 繪者：李昇圭
作者：張友漁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077270
10741 紫1 我的爸爸是流氓
繪者：吳孟芸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343890 作者：王文華
10742 紫2 半個老大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369814 繪者：王秋香
作者：林滿秋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608508
五上 10743 紫3 健身練習曲
繪者：江長芳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12372 作者：王文華
10744 紫4 可能小學的歷史任務II 達達馬蹄到漢朝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39970 繪者：Lucky Wei
作者：琴‧麥瑞爾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32995
10745 紫5 手推車大作戰
譯者：葛窈君
作者：朱嘉雯
10746 銅1 小提琴女孩：擁抱生命的樂章 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600123
繪者：林家棟
作者：王文華
10747 銅2 給孩子的希臘羅馬神話故事(上)：眾神的世界大戰 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85044
繪者：九子
作者：陳榕笙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73170
10748 銅3 孤狗少年
五下
繪者：王淑慧
作者：黃相奎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36447 繪者：金榮修
10749 銅4 這樣不公平
譯者：曹玉絢
作者：鄭宗弦
穿越故宮大冒險：翠玉白菜上的蒙古女孩
http://webpac.ksml.edu.tw/bookDetail.do?id=1559967
10750 銅5
繪者：諾維拉

10758 金3 在那年代的鬼怪
10759 金4 第七條獵犬
10760 金5 永遠的狄家

註：部份圖書本館無館藏，另連結其他版本之資訊供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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